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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众，他
们是镁光灯的焦
点； 面对孩子，他
们是最平凡的父
母。 他们用世间最
珍贵最绵软的爱写
就的一封封家书，
不仅是送给下一代
的脉脉叮咛， 更是
一颗颗坦荡炽热的

心走过遥遥岁月的回响。 他们甘愿最大程度地
还原本真之心， 掏出沉淀半生智慧的肺腑之
言，为孩子细数成长的酣畅与迷茫，生活的刁
难与馈赠。

定价：36.00 元
作者：张泉灵 等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 � 好 看 、 有
趣、有益，这本
蕴藏着智慧与
灵性的心灵疗
愈漫画，送给每
一位热爱生命、
有心觉悟的人。
它以学诚法师
的经典开示语
录为基础，用新
颖的多格漫画

方式传递佛学哲理与智慧，开示内容涉及
工作、学习、理想、生活、婚姻、家教、恋爱、
心灵等方方面面的人生困惑。

定价：39.80 元
作者：学诚法师 著，贤帆 贤书绘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这一次，张
发财不再满足于
百 余 字 的 小 段
子， 他希望借由
一篇一篇两三千
字的小文章，搞
清楚历史的来龙
去脉。 脱去伪装
的历史其实很可
笑， 张发财笔下

的历史更加不缺笑料。 张发财就像童话里那
个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儿， 无所顾
忌地脱去历史的层层伪装， 将历史赤条条地
呈现在你眼前。

定价：35.00 元
作者：张发财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记录了
作者离开熟悉的生
活， 肆意散漫独居
的一年。 放下光鲜
安稳的身份， 不再
计算月薪年薪；安
静地投入到喜爱的
事物里， 却比任何
时候更觉坦然。 原
来爱自己不必假于
外物。 孤独并不值

得歌颂， 该歌颂的是接受人生这一真相的自
己。一个人的时候，发现等待和依靠徒有虚名。
自此不会陷于厌倦，也不再责怪生活的遗憾。

定价：39.80 元
作者：陶立夏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新书过眼

满池香墨润诗章
———读吴长春《三趣集》

谷志科

长春先生的《三趣集》共收入作者的
诗词近 300 首，书法 24 幅，绘画 43 幅，
多为长春先生离岗特别是退休后的创
作。我读完后，掩卷沉思，感触颇多，体会
甚深，受益匪浅，因而有感而发。 这本集
子有着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充满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先
烈的赞颂及缅怀。长春先生生在建国前，
长在红旗下，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和新中
国的怀抱里成长进步，上学、参军、入党，
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过着幸福的
生活，因而他对党、对祖国有着真挚的热
爱之情， 对革命先烈有着无限的崇敬和
景仰之情。 这在他的不少诗词中皆有体
现。“英雄浴血顽强战，誓死捐躯心若丹。
万代千秋怀烈士， 红旗后继有人传。 ”
（《瞻仰淮海战役纪念塔》）。 一颗爱党爱
国的赤子之心， 一份缅怀先烈的虔诚之
意，跃然纸上。

二，具有浓郁的亲情、友情和乡情。
长春先生是性情中人，是充满感情的人，
是很重情谊的人。家乡的滋养，父母的养
育，夫妻的恩爱，同胞的亲如手足，师生、
朋友间的共事情谊，他时刻铭记在心，并
将感受记载于册。“轴承盛誉传天下，卫
运甘甜颂世中。沃野粮棉收获喜，腾飞经
济美名丰。玉兰风范流深远，播种文明稳
定功。 ”（《七律·家乡礼赞》）。

三，注重知识的传播。长春先生在这
本集子中， 不仅以诗词书画的形式描绘
自己游览过的祖国的大好河山， 美丽的

自然和人文景观，抒发着真情实感，而且
把收集整理的有关知识融汇其中， 附注
其后，除了把泰山、华山、黄山、子房山、
清东陵、中山陵、乔家大院、朝阳沟等这
些名盛景观加以介绍外， 特别注重把地
方的景观如张果老山、天梯山、云梦山、
峡谷群、九龙峡、凌宵山、黄榆岭、秦王
湖、小西天、太子岩、周公山、书山、云海
山、五仓沟等加以推介，让人们更多地了
解邢台， 更加热爱邢台， 建设发展好邢
台。

四，内容和形式有一定创新。一是内
容上的系列性。在诗词书画的创作上，长
春先生不是零打碎敲地去写去画， 看着
什么是什么，想起什么是什么，而是进行
系统的思考，系统的梳理，形成若干个组
诗系列。如二十四节气系列，春夏秋冬四
季系列，以及系列中的咏春系列、咏夏系
列———杂感系列、闲赋系列，重大节日系
列，以及鲜花系列，飞禽系列，还有文人
四绝，梅兰竹菊四君子等。二是形式上的
新颖性。 这部集子中的诗词除了人们常
见的律诗和词牌外， 还有藏头诗、 嵌名
诗、回文诗，草头部首诗、偏旁诗以及九
张机、千钟醉等不常见的词牌。并且全书
诗书并茂、诗画并茂，诗词配书法，诗词
配绘画，自作诗词，自配书画，水乳交融，
珠联璧合，形式新颖，生动活泼，不仅给
人以思想的回味，艺术的欣赏，而且还有
视觉上美的享受。

长春先生为什么能在离开领导岗位

特别是在退休之后笔耕不辍，进取不止，
收获和成果颇丰呢？ 这是有着深刻的原
因的。 一是扎实的文学艺术功底。 他于
1968 年按文艺美术骨干招收入伍，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画幻灯片、宣传
画，写新闻报道，创作诗歌散文，参加书
画大赛展览等， 进一步巩固和丰富了文
学艺术知识， 也更加夯实了他的文学艺
术功底。二是始终保持勤奋博学的习惯。
长春先生勤奋好学， 形成习惯， 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在学校、在部队、转业到地
方党政机关，以致离岗退休，这种良好的
习惯一直保持下来。“60刚转岗，70是正
晌，80 不言老，90 也不躺， 人生超百岁，
夕阳放霞光”。三是众多的业余爱好和专
长。 读书看报玩电脑，旅游观光到处跑，
爬山游泳乒乓球，舞场不断走两遭。诗词
书画更酷爱，每日每时丢不掉。在诗人行
里他是书家，在书家行里他是画家，在书
画行里他是诗人， 在文人行里他又是
“舞林高手”、“运动健将”。 所以，他
总显得多一些本事，在哪个行当里都
有“骄傲的资本”。因而，他活得充实、
心安、快乐，有滋有味且有趣。四是平
和的心态和牢固的精神支柱。 长期的修
养、磨炼、悟道，凝铸了他平和的心态，打
造了他牢固的精神支柱。他淡定人生，诚
实做人，热心肠，低调门，真君子。心胸里
照耀着阳光，脸颊上绽放着笑容，生活中
充满着情趣，征程中贯穿进取，奋进中满
怀着希望。

阅世千种人生 杂记万般诗情
———读黄成俊《阅世杂记》有感

张香君

捧读黄成俊先生的《阅世杂记》，不
禁暗暗称好。 感觉就是这样“接地气”的
一本书，没有枝叶的烘托，不哗众取宠，
干净，简约，清丽而悠长，好喜欢！

开篇黄先生就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带
我们走进了他的母校， 早年的南开大
学———那个让全世界人民敬仰的伟大领
袖周总理曾经学习过的地方， 那个记录
了黄成俊十五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的地
方。在这里，让我们认识了南开那些让他
难忘也让我近乎膜拜的前辈，“一心一意
工作，简直艰苦质朴到了极点”的苏驼教
授，“讲学的特点是毫不刻板，像是聊天，
谈家常，兴致所及，谈笑风生”的哲学系
主任温公颐先生，“给人以精明、 温文尔
雅的感觉” 的黎国彬先生……黄老用一
颗赤子之心， 写出了对他们的思念和爱
戴，笔到之处，字字含情，读了让人不禁
眼含热泪，心潮激荡。 最让我感动的，是
“感念杨志玖教授”那篇文字，老前辈为
人处世的谦和，学术追求的执着，在病床
上“拼着性命整理完自选集和《元代回族
史稿》”的伟大精神，读得荡气回肠，掩卷
久久不能平静。 是他们让南开成为了中
国的学府圣坛啊！如此一说，从那里走出

来的黄成俊先生，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也
是合情合理的了。在“三位国家一级学会
的会长（理事长）”那篇中有一个画面，南
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振江教授到威县进
行田野调查， 到黄老居住的县委家属院
找他聊天，看到黄成俊低矮简陋的房舍，

“打趣地说：‘看来， 你还不是贪官污
吏。 ’”一对好朋友，同是党的人，保持着
高尚的人格，正直朴实的本色，这与那
些利用权贵呼风唤雨、唯利是图的行
为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正是基于
这种共同的品德操守，黄先生的字里
行间无不体现了对挚友钦敬和赞叹。

“同窗好友于国强”是“恩师益友”中
唯一一篇写给好友的文字，文章中所
提到的于国强老人，是黄老情深意笃的
挚友。文章讲述了一个小故事，黄老去杭
州找老友，“当我去他家， 走进省直机
关家属院时，他告诉我：挨着他家的
一幢小楼就是省委书记的住宅，虽近
在咫尺，一次也没有去过。 我不解地
说：省委不是培养你进步吗，咋不去
找找，又不费大劲？他说：我才不为了
升官，去奴颜婢膝呢。”黄老几句话给我
们勾勒出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员形

象，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在“学海游荡”里，也有一位让人尊

敬的老人，那就是“一点香气送万家”中
著名的画家墨道人。在家乡，墨道人的名
字并不陌生，人们只知道他是画家，画的
画连外国人都想要， 可谁又知道德艺双
馨的道长那种视富贵如浮云， 不为金钱
名利所动，坚守清贫的气节呢？黄老与墨
道人关系甚笃， 在这篇文字中用细腻的
笔触为我们刻画出墨道人在物欲横流，
浮躁喧嚣的社会中， 隐在道教胜迹楼观
台，植梅，观梅，爱梅，画梅，琢磨梅花之
色姿神韵，成就一幅幅超凡画作。他对黄
老说，“要画儿的人很多， 外国人托关系
出高价买画，我能成千万富翁，但我坚守
清贫，现在还是穷百万、大乞丐”。这篇文
章的题目，就是墨道人多幅作品的题款，
———“愿将苦寒留自己， 一点香气送万
家”。 可见黄老对墨道人的钦佩，也表达
了对故去者的一片怀念之情。 无论是描
述他人，还是记叙自己，都没有一点修饰
奢华，如清泉般汩汩流出，可惜我一支秃
笔， 无法描尽这本书中黄老十二载点点
滴滴的思念，追忆，感叹，喜悦，辛劳，勤
勉……

点亮幸福的明灯
何旭

浮沉于万丈红尘之中的人们，存在着极为
复杂的心灵困惑。 从央视街头随访幸福的感
受，到哈佛大学丹尼尔博士的幸福公开课的热
播，到关于幸福的书籍纷纷上架，到学术界开
始有人创立和研究幸福学，无一例外地在追问
人们，幸福在哪里？

看惯了幸福指数一览表，听多了关于幸福
的陈词滥调后，麻木感顿生。 其实，我们都需要
这样一本书，给盲目的追求画上休止符，点亮
心灵的明灯。 著名哲学家周国平的新书《幸福
的哲学》正是从全新的角度，抛却了金钱、阶级
地位和种族、贫富等各方面的外在局限，选择
深入内心进行神经拨动，为我们解开心灵的密
码。 不管人们对幸福这一概念的理解或者追求
有无改观，单从阅读形式来说，此书已经给足
了人们醍醐灌顶式的顿悟。

那我们需要怎样做就可以获得幸福呢？ 周
国平先生以数十年智慧的沉淀， 从青年与幸
福、财富与幸福、成功和优秀、思考死亡、内心
的生活、生命的品质、对生命和灾难的思考、阅
读与人生、教育的目的等诸多方面，对读者心
中的疑问，进行了精彩绝伦的阐释：人最宝贵
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心灵，而若能享受本真
的生命，拥有丰富的心灵，便是幸福。 这当然须
免去物质之忧，但并非物质越多越好。 一个人
把许多精力给了物质，就没有闲心来照看自己
的生命和心灵了。 诗意的生活一定是物质上简
单的生活， 这在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哲
人、圣人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但生活中，我们常常对身边的幸福后知后
觉，不知珍惜，甚至横加挑剔指责。 面对现实的
生活，主观上我们有不知满足的欲望，让我们
挑剔现状；客观上有现实经济的压力，让我们
担忧未来。《幸福的哲学》让我们放缓匆忙的脚
步，舒展紧绷的心灵，带你去领悟幸福的真谛。

于是， 你会在静静阅读的过程中恍然大
悟，真正幸福的人都活在当下。当下是什么？当
下就是我们手头正在做的事， 正相处的人，正
经历的事。 不管它是大还是小，是如意还是烦
心，都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和对待。 幸福取决
于心态，幸福的哲学就是从生活的局部中跳出
来看人生的全景，想人生的大问题、大道理，让
人们看清人生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从而去
指导现实生活，有好的心态并收获幸福。

幸福并不是一件奢侈品， 它看似遥不可
及，事实上却也很简单可以获得，阅读此书的
过程也是感悟幸福的过程。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
曾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智者对话。 ”
细读这部佳作，吾深感此言极是也。


